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资科办） 

 
2021至2023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1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资讯科技／  
Wi-Fi服务常备承办协议批

出的服务合约 

01/2021 每季 工作名称、局／部门名称、承办商名

称、价格、批出服务合约日期 (CSV) 

2 资讯科技／ 
「智方便」登记地点 

01/2021 有需要时 「智方便」自助登记站、登记服务柜位

及其他登记点的位置连同地理资讯和服

务时间 (JSON) 
3 财经／总目47—政府总部：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项

下的开支数据 

08/2021 每季 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内总目47—政府总

部：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开支数

据 (CSV) 
4 城市管理／多功能智慧灯柱

提供的光学雷达快拍影像 
12/2021 每1分钟 多功能智慧灯柱提供有关道路情况的光

学雷达快拍影像 (JPEG)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不适用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不适用       
   

D. 进度：局／部门及其他机构已经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例如：实时、每天、

每星期、每月等) 

 

备注 

1. 房屋／ 
地址搜寻服务 

12/2015 每月 香港地址记录 (JSON及XML) 

2. 资讯科技／ 
中央统筹的资讯科技合约承

办商列表 

12/2015 每月 承办商名单 (CSV) 

3. 资讯科技／ 
政府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

的保安建议及保安警报 

12/2015 有需要时 保安建议／警报的名称及连结、发布日期及概要 (XML) 

4. 资讯科技／ 
香港政府通知你 

12/2015 有需要时 各局／部门透过「香港政府通知你」一站式平台发出的提

示通知 (JSON) 
5. 资讯科技／ 

《香港增补字符集》相关资

讯 

12/2015 有需要时 《香港增补字符集》的相关资讯，包括ISO/IEC 10646码
位、字符、兼容性点、仓颉码、粤语拼音和大五码等(JSON) 

6. 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服务供应商 

12/2015 每月 供应商名单 (CSV) 

7. 资讯科技／ 
资科办的职位空缺列表 

12/2015 有需要时 资科办的职位空缺 (JSON) 

8. 资讯科技／ 
资科办的公开招标公告列表 

12/2015 有需要时 资科办的公开招标公告 (JSON) 



9. 资讯科技／ 
政府公共云端服务供应商列

表 

12/2015 每月 服务供应商名单 (XML) 

10. 资讯科技／ 
为政府员工提供电脑及互联

网接达的统计数字 

12/2015 每半年 员工备有指定工作站、互联网接达及内部电邮帐户的百分

比 (CSV) 

11. 资讯科技／ 
无障碍网页／流动应用程式

服务商名单 

12/2015 有需要时 提供有关无障碍设计网页／流动应用程式的资讯科技专

业服务的服务商名单 (JSON) 

12. 社会福利／ 
获批准的筹款活动 

12/2015 社会福利署、民政事务

总署、民政事务局：有

需要时；食物环境卫生

署：每日两次 

获批公开筹款许可证、临时小贩牌照、奖劵活动牌照及非

慈善性质筹款许可证的筹款活动资料 (JSON及XML) 

13. 康乐及文化／ 
消闲一站通的资讯 

12/2015 有需要时 各局／部门及机构发出的活动资讯的详情 (ICS及JSON) 

14. 运输／ 
空置车位资讯（整合版） 

06/2017 实时 由(1)运输署和(2)起动九龙东办事处所提供的空置车位及

停车场基本资讯 (JSON) 
15. 资讯科技／ 

通用「Wi-Fi.HK」品牌 
10/2018 有需要时 参与「Wi-Fi.HK」品牌的机构及其Wi-Fi.HK场地位置的资

讯连同地理资讯 (JSON) 
16. 资讯科技／ 

由电脑化计划整体拨款支付

推行的核准资讯科技项目 

01/2019 每季 项目名称、局／部门名称、预算费用、计划开展及完成日

期、核准资讯科技项目实际完成日期 (CSV) 
 
注：由电脑化计划整体拨款支付推行的项目为费用在20万
元以上但不超逾2,000万元的项目 

17. 资讯科技／ 
新闻公报搜寻 

01/2019 每15分钟 「新闻公报搜寻」为网上服务，提供搜寻功能以检索政府

新闻处提供的「新闻公报」数据集(https://data.gov.hk/tc-
data/dataset/hk-isd-gnmis-gnmis) (JSON) 

18. 资讯科技／ 
政府的资讯保安事故统计数

字 

01/2019 每月 政府的资讯保安事故报告数目及种类 (JSON) 

19. 资讯科技／ 
政府聘用T合约员工的总数 

01/2019 每月 政府、资科办及其他局／部门聘用的T合约员工数目 
(CSV) 

20. 资讯科技／ 
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

01/2019 每月 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接获的资讯保安事故报告数

目及种类 (JSON) 



接获的保安事故报告统计数

字 
21. 资讯科技／ 

优质资讯科技专业服务常备

承办协议批出的服务合约 

04/2019 每季 工作名称、局／部门名称、承办商名称、价格、批出服务

合约日期 (CSV) 

22. 资讯科技／ 
「香港政府一站通」使用情

况的统计数字 

04/2019 每季 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的次数、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

网页的次数 (JSON) 

23. 资讯科技／ 
开放数据的数据集清单 

04/2019 每季 数据提供机构、数据集名称、数据种类、数据格式、应用

程式介面数目 (JSON) 
24. 资讯科技／ 

中央互联网邮件收发服务的

统计数字 

04/2019 每月 各局／部门与公众之间经中央互联网邮件收发服务发
送、接收、过滤（为滥发邮件）的互联网电邮数目 (JSON) 

25. 资讯科技／ 
政府表格的统计数字 

04/2019 每年 局／部门名称、所提供政府表格数目、支援以电子方式提

交的政府表格数目 (JSON) 
26. 资讯科技／ 

政府流动应用程式的统计数

字 

04/2019 每年 流动应用程式名称、累计下载次数(JSON) 

27. 资讯科技／ 
开放数据使用情况的统计数

字 

04/2019 每年 数据提供机构、数据集下载次数(JSON) 

28. 城市管理／ 
多功能智慧灯柱 

06/2019 有需要时 多功能智慧灯柱的位置、功能和应用(CSV) 

29. 资讯科技／ 
政府聘用T合约员工的每月

开支 

07/2019 每半年 员工类别、平均每月聘用开支 (CSV) 

30. 资讯科技／ 
中央网上付款服务的统计数

字 

10/2019 每月 局／部门名称、网上付款服务种类、网上付款交易数目及
款额 (JSON) 

31. 资讯科技／ 
电子政府服务的统计数字 

10/2019 每年 电子政府服务的数目、电子交易数目、使用比率 (JSON) 

32. 资讯科技／ 
为长者提供与资讯及通讯科

11/2019 每季 与资讯及通讯科技有关的「乐龄IT易学站」网上学习资源

列表及连结 (JSON) 



技有关的「乐龄IT易学站」

网上学习资源列表 
33. 城市管理／ 

来自城市仪表板的数据 
12/2019 有需要時 在城市仪表板生产过程中处理的数据，包括： 

 由运输署所提供的香港四条主要道路的平均行车时

间 (CSV, JSON, XML) 
 由运输署所提供的香港三条过海隧道的平均行车速

度 (CSV, JSON, XML) 
 由（1）运输署及（2）起动九龙东办事处所提供的空

置私家车车位数目 (CSV, JSON, XML) 
 香港天文台气象站基本资料 (CSV, JSON, XML) 
 由环境保护署所提供的现时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空

气质素健康指数范围和预测 (CSV, JSON, XML) 
 由政府统计处所提供的各类贫穷指标 (CSV, JSON, 

XML) 
 由政府统计处所提供的按性别划分的香港人口数字 

(CSV, JSON, XML) 
 由政府统计处所提供的劳动人口、失业及就业不足统

计数字 (CSV, JSON, XML) 
34. 运输／ 

城巴，新大屿山巴士和新巴

在个别巴士站的预计抵达时

间 

12/2019 预计抵站时间数据1分
钟内更新。 其他数据

每天或有需要时更新。 

通过巴士的预计抵达时间API，在后台进行批处理操作后

传回巴士站的完整路线或预计抵达时间的完整列表 
(JSON) 

35. 资讯科技／ 
根据年度开放数据计划开放

的新数据集列表 

12/2019 有需要时 表列政府各局及部门根据其年度开放数据计划开放的新

数据集 (JSON) 

36. 资讯科技／ 
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

保安公告及保安博录 
 

01/2020 有需要时 保安公告／博录的名称、连结、发布日期及概要 (XML) 

37. 资讯科技／ 
ICT 活动日志 01/2020 当有新项目时 ICT活动日志旨在整理列出香港各种主要的资讯及通讯

科技活动，以推广香港作为资讯及通讯科技枢纽。数据集

所提供的资料包括活动名称、活动类型（例如：展览）、

日期、时间、主办机构、地点、活动简介、活动网站连结

及主办机构联络资料 (JSON) 



38. 资讯科技／ 
「智慧政府创新实验室」发

布的政府部门服务需求列表 

01/2020 当有新项目时 政府部门的服务需求、现有挑战、预期成果及在「智慧政

府创新实验室」网站上的相关连结 (JSON) 

39. 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供应商向「智慧政

府创新实验室」建议的解决

方案列表 

01/2020 当有新项目时 供应商建议的资讯科技解决方案名称、描述、供应商名称

及在「智慧政府创新实验室」网站上的相关连结 (JSON) 

40. 资讯科技／ 
资科办于推动长者应用资讯

及通讯科技方面推行的项目 

01/2020 有需要时 资科办于推动长者应用资讯及通讯科技方面的资助项目

列表。数据集提供每个项目下的计划资料，包括计划名称、

推行机构名称及联络方法、推行时间，以及在资科办网站

上的项目详情连结 (JSON) 
41. 资讯科技／ 

长者进阶数码培训计划课程 
01/2020 有需要时 长者进阶数码培训计划下所举办的课程列表 (JSON) 

42. 资讯科技／ 
调整T合约承办商的服务费

百分比 

02/2020 每年 调整T合约承办商的服务费百分比 (CSV) 

43. 资讯科技／ 
落实改善T合约员工薪酬福

利待遇的进度 

02/2020 每年 落实改善T合约员工薪酬福利待遇（包括医疗福利、有薪

年假、长期服务奖及免费网上培训／最新科技资讯）的T
合约承办商数目 (CSV) 

44. 资讯科技／ 
.hk及.香港域名的登记数目 

04/2020 每月 不同种类的.hk及.香港域名的登记数目 (JSON) 

45. 资讯科技／ 
政府向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

提出披露资料要求的详情 

05/2020 每年 政府向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提出披露资料要求的详情 
(CSV) 

46. 资讯科技／ 
政府向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

提出移除资料要求的详情 

05/2020 每年 政府向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提出移除资料要求的详情 
(CSV)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2021年12月 
 


